環保政策月刊
第9卷 第4期（每月發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民國95年4月
GPN: 2008800136

本期專欄

噪音污染現況及管制措施...............................................................................................2
噪音管制法修正草案立院一讀已通過，未來交通營運或管理機關依法須負起改善交通噪
音的責任；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之第1次限期改善，也將修正為改採直接處罰後限期改善規
定。相關噪音管制工作的改革與推動，刻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

噪音管制法修正草案一讀通過...................5
噪音管制法修正草案已經立法院一讀通過，其中
特別強化授權明確性、法律保留原則，以及明定
交通主管機關應負改善交通噪音之責，並將違反
該法案件之第一次限期改善規定，修正為直接處
罰後限期改善。

健康風險評估納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
審查...............................................................5
環保署採納各方建言，依場址風險、場址特性條
件及地方主管機關執行之能量進行通盤性之考
量，將健康風險評估機制納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控制場址初步評估辦法，並於日前修正發布。

嚴重水污染案件處罰加嚴...........................6
為有效遏止嚴重污染案件發生，環保署修正發布
「違反水污染防治法嚴重污染案件罰鍰額度裁量
基準」，訂定事業或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違反
水污法之不同裁處罰鍰下限。

條碼讀取器列為清運車輛標準配備...........6
環保署公告第四批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追蹤
系統規格，即日起廢棄物清運車輛新裝置全球衛
星定位系統（GPS）應搭配條碼讀取器，以符合
第四批公告規定。

環署擴大稽查柴油車用油硫含量.............7
94年度環保署於中部地區攔檢柴油車抽查油品
硫含量，共採樣585樣品，其中不合格數佔153
件，不合格率達26.15%，顯見國內柴油車使用
非法油品情形相當嚴重，因此環保署將持續擴
大執行稽查管制工作。

含汞乾電池禁限用政策9月起實施...........8
9月1日起，凡汞含量超過5ppm之錳鋅電池及非
鈕扣型鹼錳電池等一次電池將限制製造、輸入
及販賣，並逐步要求外包裝需明確標示符合規
定，使我國對含汞電池之管制正式與歐美同
步。

焚化廠查核評鑑成績揭曉.........................8
94年度垃圾焚化廠查核評鑑，由嘉義縣鹿草垃
圾焚化廠及台北市北投垃圾焚化廠獲得特優
獎，後續並將規劃辦理「垃圾焚化處理技術論
壇」以供相關單位觀摩學習。

縣市廚餘回收各顯神通............................9
環保署完成94年各縣市廚餘回收再利用績效評
鑑，評鑑結果出爐，台北市、台北縣、桃園
縣、台中市、台中縣及金門縣等6縣市績效特優
且各具特色，足為其他縣市的楷模。

環保簡訊...................................................10
活動訊息...................................................11

民國95年 4月

本 期 專 欄
噪音污染現況及管制措施
噪音管制法修正草案立院一讀已通過，未來交通營運或管理機關依法須負起改善交通噪
音的責任；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之第1次限期改善，也將修正為改採直接處罰後限期改善
規定。相關噪音管制工作的改革與推動，刻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
環 保 署 表 示 ， 噪 音 污 染 具 有 3 項 特 僅有7,779件噪音陳情案件，然而至94年，
徵，其一為被害人主觀判斷，它包括時間

全年統計已高達38,699件，平均每年約以

因素、生理因素及心理因素，對於噪音的

1,800餘件的速度成長中，且占所有公害陳

認定與否，常因民眾的生活習性、經濟能

情案件28%，因而成為亟待解決的環境問題

力、健康及情緒反應而有所不同；其二為

之一。

局部地區多發生源性，噪音具有加成特

據此，環保署為有效管制噪音污染，

性，常由數個音源所造成，難以判定其責

自施行「噪音管制法」以來已陸續納入並

任之歸屬；其三為發生後不殘留污染物

修正近鄰噪音、民俗噪音、固定源噪音、

質，當稽查人員趕赴現場時若污染行為已

機動車輛噪音、道路交通噪音、航空噪

結束，則易造成稽查人員蒐證上的困難。

音、環境音量、噪音陳情、管制區劃定等

近20年來，台灣地區噪音陳情案件有 管制措施，以維護並保障民眾生活環境的
日漸增加的趨勢，以民國77年為例，全年 安寧。

低頻噪音納入管制
環保署表示，自77年起至94年止，累 性的低頻噪音抽樣稽查。截至95年3月底，
計有375,087件次的噪音陳情案件，噪音產

全國共檢測2,643件，檢測不合格429件，

生源以娛樂及營業場所占32%為大宗，工廠 占16.2%，約為一般噪音檢測不合格比例的
噪音占31%居次，其次依序為營建工程占 3倍左右，顯示低頻噪音已嚴重影響民眾生
16%及擴音設施噪音占10%。

活環境安寧。

其中，地方環保局於受理娛樂及營

為改善此現象，環保署預計分階段（3

業場所之陳情案件時發現，主要的噪音源

至5年）將各類場所的低頻噪音納入管制，

係來自冷卻水塔、空調系統及抽排風機等

第1階段主要針對陳情案件最多的營業及娛

設施所產生的低頻噪音，然而依據現行之

樂場所，第2階段則於96年起納入工廠所

管制標準，噪音量即使檢測合格，低頻噪

產生之低頻噪音，檢測不合格之業者若複

音往往導致陳情人仍感受嘈雜，因而造成

檢仍不符合噪音管制標準，將被處新台幣

一再陳情的現象。因此，環保署自94年7 3,000元至30,000元不等的金額，甚至遭到
月起，針對營業場所、娛樂場所的冷卻水

停業或停止使用之處分。

塔、抽排風機、空調系統等設施進行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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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噪音增列罰則
有鑒於航空噪音陳情案件日益增加， 航空噪音監測站、未定期申報監測資料或
民眾抗爭愈演愈盛，且「噪音管制法」及

改善計劃及未依改善計畫執行之罰責，並

「民用航空法」中並無相關規定，據此，

建置航空噪音防制資料庫，讓民眾瞭解各

環保署特邀請交通部、國防部及內政部營

機場航空噪音補助工作情形，有效促使各

建署共同訂定「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

航空站及機場落實航空噪音監測及防制工

制辦法」，並於83年公告實施。

作。後續環保署亦將儘速公告航空噪音自

依據該辦法規定，航空主管機關應補 動監測設備位置及數量，以及監測紀錄之
助位於第3級航空噪音管制區內之學校、圖 格式與方法，俾利機場所在地之縣市環保
書館、醫療機構及住戶，以及位於第2級 局辦理航空噪音監測站查核及監測資料判
航空噪音管制區內之學校、圖書館及醫療 讀工作。
機構，設置防音設施，環保單位負責劃定
航空噪音管制區；於第2、3級航空噪音防
制區內，不得新建學校、圖書館及醫療院
所，且第3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內不得劃定住
宅在內。
環保署表示，未來修訂之噪音管制法
施行後，航空主管機關需負起改善航空噪
音的責任。 並俟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
制辦法增列授權依據通過後，納入未設置

車輛噪音測試

車輛噪音管制逐步加嚴
有別於它國，國人普遍使用機動車
輛做為交通工具，因此機動車輛的噪音污
染也為我國管制噪音之重要一環。目前我
國噪音管制法及機動車噪音管制標準規定
機動車輛必須依據C N S 5799進行加速噪音
與原地噪音檢測，符合管制標準後始得進
口、製造、使用及向公路監理機關請領牌
照。環保署並分別於82年、94年、96年施

機動車輛噪音管制現況如下：
一、噪音審驗合格證明核發
規定所有製造或進口新車型之廠商應
憑噪音檢驗機構測試合格之文件向環保署
申請核發新車型審驗合格證明，並於取得
合格證明後，方能進行銷售。94年已核發
合格證明共計1,055張。

行第2期、第3期及第4期噪音管制標準，

二、車輛噪音品管統計作業

督促車輛業者研發及製造低噪音、安靜之

為瞭解車輛量產後噪音之變動情形，

車輛，以適度加嚴管制標準，強化管制成

廠商應有完善之品管計畫，於生產或進口

效，逐步改善交通環境音量。

達一定數量時，自行進行車輛噪音品管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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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量產車型是否持續符合法規標

試，且將資料按月報署核備。94年已完成

準，以不定期、無預警方式抽驗新車並送

品管測試車輛共計1,294輛。

至檢驗機構測試，力求車輛品質符合管制

三、車輛噪音新車抽驗

標準。94年已完成新車抽驗數計299輛。

道路噪音明定權責
近年來快速道路、高速公路及大眾捷 依據，已無法有效管制目前快速道路、高
運系統陸續完工通車，因其行車速度較快

速公路等非一般道路之交通噪音；此外，

或緊鄰住宅區，嚴重影響生活安寧，交通

有關大眾捷運系統、鐵路部分，其訂定當

噪音陳情案件數量因而日漸增加。現行交

時之社會環境及民情等各項情況，亦與現

通噪音陳情案件處理原則，係由住戶提出

今條件不同，故環保署現正依據實際情況

交通噪音改善之請求，並經地方主管機關

進行管制標準草案之研擬，訂定切合時宜

監測，超過環境音量標準者，地方主管機

之管制標準。

關通知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採取適當防

且為確實改善噪音源，未來將明定交

制措施，其防制措施可包括道路路面結構

通營運或管理機關應負改善交通噪音之責

改善、交通管理、遮音壁（隔音牆）、緩

任，若交通運輸系統內車輛行駛所發出之

衝建築物或綠地之設置等措施。

音量超過陸上運輸系統噪音管制標準者，

環保署於85年訂定發布之環境音量標

營運或管理機關應訂定改善計畫，並據以

準已針對道路、一般鐵路、高速鐵路、大

執行，未提報噪音改善計畫或未依噪音改

眾捷運系統等交通系統之噪音管制標準進

善計畫執行時，將予以處罰，以貫徹授權

行相關規定，其中，管制標準有關道路交

明確性及法律保留原則。

通噪音部分，僅以路面寬度為管制分類之

修正罰則防杜規避
環保署指出，以往若發現場所、工

已於95年3月27日經立法院一讀通過，未來

程或設施超過噪音管制標準時，則依噪音

完成立法並公布施行後，將可有效減少噪

管制法通知污染行為人限期改善，並未罰

音陳情案件，促使業者改善噪音。

鍰，因此限期改善之期限屆滿後，若未立

此外，噪音管制法施行細則及相關子

即前往複查，無法有效推動噪音源改善。

法亦同時配合母法之修正進行檢討，包括

而民眾在改善期限內，因無法忍受噪音干

針對特定時段（如夜間施工等）不得從事

擾下，仍繼續向主管機關或其它相關單位

之行為進行研議；檢討影響民生之叢聚性

陳情，致使同一案件重複陳情次數增加，

噪音（如冷卻水塔、空調系統等），並逐

此乃陳情案件逐年升高之主因之一。

步納入管制；配合國際法規趨勢，研訂第

據此，環保署已擬妥修正草案，將違 5期機動車輛噪音管制標準等，期能與國
反噪音管制法案件之第1次限期改善修正為

際噪音管制接軌，以維護民眾生活環境安

改採直接處罰後限期改善規定，目前草案

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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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管制法修正草案一讀通過
噪音管制法修正草案已經立法院一讀通過，其中特別強化授權明確性、法律保留原則，
以及明定交通主管機關應負改善交通噪音之責，並將違反該法案件之第一次限期改善規
定，修正為直接處罰後限期改善。
「噪音管制法」修正草案已於3月27

環保署指出，近年來都會地區及新通

日經立法院一讀通過，環保署表示，本次

車路段附近的民眾噪音陳情不斷，實有必

修法除提升相關法規的法律位階及授權依

要落實交通噪音的管制，因此增訂快速道

據，使有關人民權利義務的執法工作具備

路、高速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等陸

法源依據，並針對攸關民生之交通噪音，

上運輸系統內，若車輛行駛所發出的聲音

明定管制標準與處罰方式。

超過管制標準者，須於180日內提出改善

未來該法公告施行後，交通營運或管

計畫，至於未提報改善計畫或未據以執行

理機關依法須負起改善交通噪音的責任，

者，亦訂有處新台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

減少道路鋪面震動、軌道摩擦及車身本體

下的罰則，以要求交通主管機關負起改善

等所產生的噪音，以落實道路、鐵路及大

交通噪音的責任，維護民眾環境安寧。預

眾捷運噪音防制工作；此外，由於公害陳

期該法施行後，將可有效減低50%交通噪音

情案件中有28%為噪音案件，為加強管理， 不合格時段數，並逐年減少20%噪音陳情案
該次修法已取消對各類場所、工程及設施 件。
違反噪音管制法案件僅採通知限期改善作
法，而改採直接處罰並限期改善規定，以
產生立即嚇阻作用，確實改善噪音源，管
制生活噪音。

道路交通噪音測試

健康風險評估納入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審查
環保署採納各方建言，依場址風險、場址特性條件及地方主管機關執行之能量進行通盤
性之考量，將健康風險評估機制納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初步評估辦法，並於日
前修正發布。
環保署於3月29日修正發布「土壤及地

採用之健康風險評估觀念，屢次建言。

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初步評估辦法」，該辦

據此，環保署修正之重點如次：

法為判斷污染控制場址是否進入整治場址

（一）控制場址若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

之依據。其中，該辦法之原條文內容評估

告之重大污染情形，得公告為整治場址，

要件係針對場址特性、污染物濃度及污染

賦予主管機關對個別重大污染案件公告管

總分進行評估，然而自92年5月7日發布施

制之權限；（二）污染行為人、土地使用

行以來，各界即針對應否納入先進國家所
第9卷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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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管理人或所有人得以健康風險評估結

低於1者，即非屬嚴重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

果，送所在地主管機關審查污染場址是否仍

環境之虞之場址，無須公告為整治場址，

須公告為整治場址並管制；（三）增列控制

但仍應依控制場址相關規定辦理污染的控

場址須公告為整治場址之場址特性條件：水

制。此外，關於健康風險評估報告係採多

庫集水區、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敏

層次評估方式執行，不同層次所提出之資

感性自然生態保育地或稀有或瀕臨絕種之

料繁複程度不一，因場址特性不同可能產

動、植物棲息地者、風景特定區、森林遊樂

生藉此機制拖延整治場址公告之情形，故

區者、控制場址位於學校、公園、綠地或兒

於該辦法中明確規範須於接獲所在地主管

童遊樂場者等，以保護環境敏感之區域。

機關通知後2週內提出，並須於所在地主管

環保署表示，未來依健康風險評估報
告，致癌風險低於百萬分之1且非致癌風險

機關核准後4個月內提送健康風險評估報告
送所在地主管機關審查。

嚴重水污染案件處罰加嚴
為有效遏止嚴重污染案件發生，環保署修正發布「違反水污染防治法嚴重污染案件罰鍰
額度裁量基準」，訂定事業或工業區污水下水道系統違反水污法之不同裁處罰鍰下限。
環保署針對現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

過放流水標準限值倍數；提高繞流排放廢

件裁罰情形全面檢討，發現地方環保單位裁

（污）水裁處罰鍰下限；增訂將未經許可

處最低罰鍰6萬元以下案件比例高達8成，不

之放流口或稀釋排放廢（污）水納入該基

僅對嚴重污染案件無法有效遏止，亦不符合

準範疇。前二者並依照排放廢水量大小訂

「行政罰法」精神。遂於94年5月20日訂定

定不同裁處罰鍰下限。

公告「違反水污染防治法嚴重污染案件罰鍰

環保署指出，自該基準施行以來，裁

額度裁量基準」，做為縣市環保局裁罰參考

處最低罰鍰6萬元以下案件佔總處分案件之

依據。

比例已降至66.5%，相較於93年全年及94年

環保署表示，該行政規則施行迄今一

1至5月裁罰基準施行前，分別高達81.3%及

年，針對各縣市環保局執行現況，及考量更

80.7%之情形，顯有大幅改善。未來，環保

有利於實際執行及提升行政可行性，乃修正

署除持續追蹤檢討該基準之執行情形，也

相關規定，並於95年3月24日修正發布。此

將依現況適時修正，以有效制裁嚴重污染

次修正重點包括：調整事業或工業區污水下

案件，杜絕污染水環境之行為。

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超

條碼讀取器列為清運車輛標準配備
環保署公告第四批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追蹤系統規格，即日起廢棄物清運車輛新裝
置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應搭配條碼讀取器，以符合第四批公告規定。
環保署為加強管制事業廢棄物清理流

規格，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 P S）即時監

向，建立電子化申報管制系統，並自90年

控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至今已有約1,300

起，公告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即時追蹤系統

輛廢棄物清運車輛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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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環保署再公告第四批事業廢棄

向軌跡及停頓點，並與條碼讀取資訊的時

物清運機具即時追蹤系統規格，與前批公告

間及合理性進行比對勾稽。清運業者也能

之差異在於：審驗作業由20個工作天縮短至

迅速查詢條碼及軌跡資料，確認司機是否

10個工作天、增列條碼讀取器的裝置，同時

準時到達清運地點並將廢棄物確實送至處

廢棄物申報三聯單也將加印二組條碼。也就

理廠。環保署表示，未來將開放事業機構

是，未來清運車輛將搭配條碼讀取器及G P S

上網查詢其委託清運車輛的去向，使事業

來追蹤事業廢棄物的整體流向，防止清運車

機構能更加便利地掌握廢棄物清理流程，

輛「應到未到」處理場或任意棄置污染環境

及選擇合法優良的清除機構。

之情事發生。
裝有合格配備的廢棄物清運車輛，當
收受事業所產出的廢棄物時，由司機使用隨
車條碼讀取器讀取廢棄物申報聯單上的第一
組條碼，G P S會將所讀取聯單資料及車輛當
時之位置軌跡透過GPRS數位通訊送回環保署
資料庫；當車輛到達處理廠時，也同樣由司
機讀取第二組印於處理機構位置的條碼，可
立即傳回處理廠址位置、到達時間及車行軌
跡。由於條碼讀取的資料為即時性資料，因
此環保署可藉由系統自動對應每一聯單的流

附有條碼讀取器之合格GPS配備

環署擴大稽查柴油車用油硫含量
94年度環保署於中部地區攔檢柴油車抽查油品硫含量，共採樣585樣品，其中不合格數佔
153件，不合格率達26.15%，顯見國內柴油車使用非法油品情形相當嚴重，因此環保署將
持續擴大執行稽查管制工作。
為管制非法油品遭流用影響空氣品

見改善。

質，環保署聯合內政部警政署以不定期方

環保署指出，非法油品的主要來源

式，在中部地區八個縣市內選定「重點路

可能為漁船用油遭流用，而針對目前農委

段」執行道路攔檢柴油車稽查抽驗油品。總

會對漁船用油的補貼政策暫時不會停止，
計一年共攔檢3,333部大型柴油車，針對可 以及末端道路攔檢採油檢測結果不合格率
能使用非法油品之車輛共採集585件樣品帶 仍偏高的情形下，環保署將持續加強執行
回化驗結果，其中有153件油品之硫含量超

該項稽查管制工作，倘經查檢有超過管制

過「車用汽柴油成分及性能管制標準」，不

標準者，將依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36條

合格率達26.15%，比93年抽測採様不合格率

規定告發處分，最高可處新台幣10萬元罰
24.56%為高；而在砂石場密集的縣境（如南 款。
投縣）路段執行攔檢採樣之不合格率更高達
40%，顯見砂石車業者使用非法油品情形未
第9卷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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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汞乾電池禁限用政策9月起實施
9月1日起，凡汞含量超過5ppm之錳鋅電池及非鈕扣型鹼錳電池等一次電池將限制製造、
輸入及販賣，並逐步要求外包裝需明確標示符合規定，使我國對含汞電池之管制正式與
歐美同步。
環保署3月27日公告「限制乾電池製

針對經同意製造、輸入之指定電池於販賣

造、輸入及販賣」，明定自9月1日起凡汞含

端進行含汞含量抽驗，如有抽驗超過5p p m

量超過5p p m之錳鋅電池及非鈕扣型鹼錳電

之情形，將令其製造、輸入業者限期回收

池等一次電池（以下簡稱指定電池）限制製

處理，對於來路不明及夾帶進口之劣質電

造、輸入及販賣，產品內附屬之指定電池亦

池可望予以有效管制。

一併納入管制。並自12月1日起要求製造、

環保署指出，為使業者清楚了解法令

輸入業者應將符合管制規定之乾電池外包裝

相關規定，將陸續於北、中、南三區辦理

標示「本產品電池汞含量符合環保署規定」

20場說明會，並辦理5場稽查人員訓練及

文字及確認文件字號始可販賣，以利民眾選

加強宣導（詳細會議場次、時間可參考網

購時辨識。

站：h t t p://211.20.123.92/9412h g/），9

公告規定，以後製造及輸入業者應於

月1日起並將至各賣場、夜市、地攤等場所

製造及輸入前，提出汞含量低於5ppm之檢驗

進行稽查，違反規定之製造、輸入業者將

報告，向環保署申請確認文件後，始得製

被處以新台幣6萬至30萬元，販賣業者則處

造、輸入，另販賣業者不得販賣、贈送未經

以1,200至6,000元罰緩，並可要求下架回

環保署確認汞含量低於5ppm之指定電池。除

收。

於製造及輸入進行前端管制外，主管機關可

焚化廠查核評鑑成績揭曉
94年度垃圾焚化廠查核評鑑，由嘉義縣鹿草垃圾焚化廠及台北市北投垃圾焚化廠獲得特
優獎，後續並將規劃辦理「垃圾焚化處理技術論壇」以供相關單位觀摩學習。
94年度全國垃圾焚化廠查核評鑑工

廚餘轉運區、資源物篩選平台以及「環保

作，針對營運中的20座大型焚化廠進行不定

試驗農場」，積極地管理操作與多元化利

期查核與評鑑，日前評定結果出爐，由嘉義

用廠區空間而獲得評鑑委員的青睞。另一

縣鹿草廠與台北市北投廠獲得特優獎，台北

座獲得特優獎的台北市北投垃圾焚化廠，

縣新店廠、嘉義市廠、台北縣八里廠以及台

則是試用焚化底渣再利用產品進行廠區道

北市木柵廠則獲得優等獎。

路修繕工程並進行監測，同時針對廠內各

環保署指出，獲得特優獎的嘉義縣鹿

項成本支出進行精算，以有效管理其操作

草垃圾焚化廠，除了妥善操作污染防制設

營運。此外，該廠亦透過豐富而完善的回

備，使污染排放濃度低於法規標準外，更積

饋設施，提高鄰近居民使用回饋設施的使

極的聘請國外技術顧問協助解決營運操作上

用率，進而形成當地的社區中心，令評鑑

的問題，同時於廠區內設置再生家具工廠、

委員印象深刻。



第9卷 第4期

環保政策月刊

環保署指出，目前各焚化廠的操作營
運情形已經大幅提昇，且各廠皆有其獨到
之處，值得作為其他焚化廠學習或參考的
價值。因此，該署規劃辦理「垃圾焚化處
理技術論壇」，透過專題演講、技術交流
以及現場實際觀摩等多向式的互動模式，
提昇各廠營運水準。
獲獎的台北市北投垃圾焚化爐

縣市廚餘回收各顯神通
環保署完成94年各縣市廚餘回收再利用績效評鑑，評鑑結果出爐，台北市、台北縣、桃
園縣、台中市、台中縣及金門縣等6縣市績效特優且各具特色，足為其他縣市的楷模。
環保署表示，為了瞭解各縣市辦理廚 再利用的成效，較之往年皆有進步，其中
餘回收再利用的成效，特邀請15位專家學者 以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台中市、台
赴各縣市進行評鑑工作，評鑑內容包括教育 中縣及金門縣等6縣市的績效最好，且能因
宣導、回收清運、再利用成效及永續經營性 地制宜，發揮不同特色，6縣市的特色分別
等項目。經評鑑結果，各縣市辦理廚餘回收 如下：
縣市

特色
廚餘回收分生廚餘及熟廚餘，分類最徹底；平均每日廚餘回收量達187噸，

台北市

為全國第一；廚餘回收工作獲市民票選市政績效第2名；首創3座全自動廚

台北縣

桃園縣

餘轉運站，有效節省廚餘搬運的時間及人力。
將全縣1,600家超商之過期食品回收再利用；建置廚餘回收網路申報系統，
追蹤廚餘之產生及流向；提供100萬元獎金辦理鄉鎮市廚餘回收競賽。
推動民間機構參與廚餘堆肥場興建案，與台朔環保科技公司完成簽訂「楊
梅有機資源回收再利用廠」投資契約，預定96年底前正式營運，每日處理
廚餘量為190噸，可有效協助解決廚餘的通路。
推動的「螞蟻雄兵—廚餘堆肥計畫」，共有51個社區及機關學校、1,919戶

台中市

台中縣

金門縣

加入廚餘堆肥的行列；將廚餘製成乾燥飼料後養雞，目前正與民營農場進
行飼養合作，並朝市場化邁進。
縣內3座公有廚餘堆肥場之經營成效良好，製成的有機肥料供不應求，為台
中縣的有機農業注入一劑活力。
以有限人力積極推動廚餘回收及堆肥工作，並將修剪行道樹之廢樹枝及回
收之牡蠣殼破碎後，做為廚餘堆肥的副資材，製成的有機肥施用於公園、
綠地，讓金門縣的環境更綠美化。

環 保 署 指 出 ， 在 各 縣 市 的 共 同 努 力 1月底，全國每日廚餘回收量達1,333噸，
下，廚餘回收量大幅提昇，廚餘回收工作也 預估今年將可回收55萬噸的廚餘，創造22
獲得94年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截至95年 億元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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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保 簡 訊
固定源空污許可審查費調整

宣示政策

署長座車改裝LGP車

環保署於1月25日修正發布「固定污染源空氣污
染防制許可或認可證明文件審查費及證書費收
費標準」，各項規費新收費標準將於95年4月
1日正式生效實施，目前已領有操作許可證的
9,600多家工廠，未來申請許可時將要適用新費
率，而且於許可證到期展延時，需繳納1,500元
至5,000元的審查費。環保署表示，固定污染源
操作許可證審查費費率，從現行依據申請污染
源類別及規模區分為7級收費，調整為依據申請
類別所需審查文件種類區分收費費率。以固定
污染源操作許可證申請審查費為例，審查費從
原新台幣2,000元至30,000元不等，調整為新台
幣3,000元至22,000元不等，如業者近期規劃申
請辦理空氣污染許可或認可證明文件者，應注
意收費標準之修正。

為宣示環保署推動使用液化石油氣車政策之決
心，環保署長座車已改裝為液化石油氣車，並
針對全署公務車進行改裝之評估。環保署指
出，94年度補助液化石油氣5,491萬公升，核撥
補助款1億6,400萬元，加氣車輛約10,000輛，
平均每輛車補助16,400元，今年起並持續補助
液化石油氣售價，95年每公升補助2.5元，96
及97年每公升補助2元。另為改善都會區空氣
品質，執行都會區移動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
減量行動計畫，以台北、台中及高雄三大都會
區為推動重點，目標三年內增加液化石油氣車
18,000輛，增加加氣站12站。

環署全面查核預鑄式污水處理設施
為使新建建築物之生活污水獲得有效處理，環
保署依據「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管理辦
法」，已陸續針對已獲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
設施審定登記之廠商（計有78家申請單位，共
631種型號），加強辦理後續管理及現場查核工
作，使該設施製造生產確實依審定登記內容辦
理，以充分發揮設施污水處理之功能，減少生
活污水污染。查核重點包括：設施產品之外型
尺寸、材質、處理流程、人孔形狀及位置、各
處理單元尺寸等。如經查驗後，與審定登記內
容不符者，環保署將限期業者確實改善。

清查集塵灰流向

首波稽查中部金屬工業

環保署表示，中部地區曾發生多起非法掩埋集
塵灰造成污染環境的案件，今年環保署為持續
督促業者妥善清理集塵灰，並防杜污染情事發
生，特別規劃訂定「中部地區產生集塵灰事業
稽查管制專案計畫」，由鋼鐵、金屬冶煉、鑄
造等業別中篩選138家業者列入稽查管制對象，
再從中針對產量較大或申報疑有異常之78家業
者列為首波稽查目標。查核重點包括：製程是
否已依規定申請空氣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
可証、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是否能有效收集金屬
燻煙及粉塵；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所收集之集塵
灰量數是否異常，及是否妥善貯存、清理與上
網申報流向；集塵灰所含重金屬成分如超過有
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者，是否依有害事業廢
棄物規定貯存清理及有無以多報少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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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人員展示裝置LPG的汽車後廂仍然寬敞

全國環境清潔競賽

成績揭曉

環保署為促進全民共同維護居家環境清潔，推
動「清淨家園，漂亮台灣」計畫，以學者專家
實地查訪、民眾滿意度調查及民間團體不定期
實地查核等方式，針對縣市及鄉鎮市環境清潔
工作進行整體考核。最後考核獲獎名單如下：
台北市、台中縣、宜蘭縣及嘉義市、高雄縣、
台東縣、澎湖縣等7縣市分別榮獲縣市組「特
優」及「優等」。環保署表示，本年度考核項
目著重於海岸地區環境清潔改善及維護、重要
道路兩旁髒亂點清除及張貼噴漆違規廣告取
締，尤其是觀光風景地區及機場、鐵公路之公
廁清潔維護及周邊環境維護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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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保 簡 訊
能量，強化區域通報及應變能力，污染應變反
應處理時間更加縮短。

我國海洋政策主張

海上除污器材載具平台工作船

環保署除污工作船撥交海巡署
環保署林達雄副署長與海巡署鍾桐生副署長於3
月13日上午假高雄港區碼頭，共同主持新建3艘
「海上除污器材載具平台工作船」撥交典禮。
林副署長表示，這3艘工作船係考量我國海域環
境特性及除污作業之安全穩定性所建置，較原
工作船，船身加長至22公尺，動力加大為1,200
P S，船速加快到11節及增加續航力到200浬，
污油櫃容量則加大為20,000公升，並可攜帶佈
放各式攔油索、汲油器等應變設施。海巡署未
來規劃配置於北、中、南地區，預期發生油污
染時可即時參與應變清除油污，達到安全、即
時、有效之應變作業，平時亦可作為緊急應變
教育訓練演練設備，使我國海洋油污染應變能
量大幅提升。此外，為有效整合各機關海洋污
染應變資源，環保署今年於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設置南部區域海洋污染防治緊急應變中心，統
籌調度南部區域跨縣市、機關緊急應變人力及

由於台灣四面環海，其生態、歷史、文化、政
治及經濟，無不與海洋息息相關。因此，為喚
起國民海洋意識，振作國家海洋權益，積極保
護海洋生態，為子孫建立永續家園，爰訂定
「海洋政策綱領」為政府施政根基。海洋政策
主張為：（一）確認我國是海洋國家，海洋是
我國的資產，體認我們國家的生存發展依賴海
洋；（二）享有與履行國際海洋法賦與國家在
海洋上的權利與義務，並響應國際社會倡議之
永續發展理念；（三）重行認識國家發展中之
海洋元素，尊重原住民族海洋經驗與智慧，並
建立符合國家權益之海洋觀；（四）調查國家
海洋資產，瞭解社會對海洋之需求，掌握海洋
活動本質，規劃國家海洋發展；（五）採行永
續海洋生態及世代正義的觀點，建立海洋環境
保護、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及合理利用海洋之海
洋管理體制；（六）強化海洋執法量能，以創
造穩定之海洋法律秩序與安全之海洋環境；
（七）創造有利之政策與實務環境，實質鼓勵
海洋事業發展；（八）推動以國家需求為導向
之海洋科學研究，引導各級水產、海事、海洋
教育發展，以利海洋人才之培育；（九）提供
安全、穩定之海洋環境，鼓勵民眾親近海洋，
培養海洋意識與文化。
海 洋 政 策 白 皮 書 業 已 出 版 ， 請 至
h t t p://w w w.r d e c.g o v.t w/p u b l i c/
Attachment/642816122271.pdf網址下載。

活 動 訊 息
宣導垃圾分類

推出泰語廣告

有鑒於台灣日趨國際化，環保署特別情商泰籍
藝人T A E為垃圾分類宣導廣告泰語版親自配音，
期盼藉由其泰籍身分與母語，加強在台之泰籍
住戶及泰勞、泰傭對垃圾分類的認知。此外，
宣導廣告以偶像劇式的風格拍攝，搭配俊男美
女的完美組合，藉由「15秒前導話題式廣告」
及網路有獎徵答活動，希望再次引起民眾注
意，進而造成話題討論，擴大垃圾分類的宣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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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長張國龍（中）與廣告男女主角一同
出席廣告首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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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訊 息
民俗慶典結合資源回收

幫助弱勢有新意

配合重要民俗慶典－大甲媽祖遶境活動，環保
署與在地相關團體如大甲鎮瀾宮、台中市智障
者家長協會、大豐資源回收股份有限公司及沿
線縣市環保局等，於2006大甲媽祖國際觀光文
化節8天7夜的遶境過程中，推出「誠心敬媽
祖、乾淨愛台灣－請支持智障青年資源回收工
作」活動。以企業贊助的方式，設置機動資源
回收站及提供遶境隨行貨車（約150輛）附掛
之資源回收袋，當回收物送至機動資源回收站
後，再由智障青年負責分類回收作業。環保署
指出，此次資源回收物變賣所得係全數捐贈智
障者家長協會，以具體的關懷行動給予弱勢者
最大的協助，讓他們在生活及工作上都能更有
保障及尊嚴。

實施，第2階段實施的15個縣市，經統計95年1
月至2月平均垃圾清運量較94年同期月平均減少
39,463公噸，減量率超過一成（13.34﹪）；資
源回收量95年1月至2月較94年同期月平均增加
16,072公噸，增加率將近三成（27.82﹪）；廚
餘回收量95年1月至2月較94年同期月平均增加
5,345公噸，增加率超過三成（32.5﹪），顯示
經執行機關的稽查及民眾的分類配合，已大幅
提昇資源及廚餘的回收量。

署長親赴桃園向清潔隊員致意
為向民眾加強宣導4月1日正式展開之第2階段垃
圾強制分類政策，環保署長張國龍特於3月31日
率全署一級主管，分別至全國25縣市進行宣導
及破袋稽查。署長首先到桃園縣八德市公所清
潔隊向基層的環保清潔人員致意，由桃園縣副
縣長、八德市長及桃園縣環保局長陪同，感謝
清潔人員平日風雨無阻，辛勤投入環境保護的
工作，讓民眾擁有乾淨亮麗的環境。環保署表
示，第2階段垃圾強制分類，95年1月開始正式

環保署長張國龍親自向清潔隊員表示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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